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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

道及其应用属于隧道结构，隧道结构包括初衬、

节段内衬和相邻节段内衬间的环向柔性铰，环向

柔性铰在断层破碎带区段及断层破碎带影响区

段内按不同间距布置。隧道节段内衬中沿环向布

置有预应力钢筋；环向柔性铰由隧道衬砌内壁至

外分别为波纹钢管、橡胶垫层、钢筋网以及柔性

抗裂混凝土层。波纹钢管与节段内衬间通过预应

力钢筋连接。隧道防水通过设置多层防水措施保

证，包括PVC防水板，土工膜以及背贴式止水带。

柔性抗裂混凝土层选用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

料，其具有良好的抗渗性及耐久性。本发明满足

活动断层所产生的大错动量，保证跨活动断层隧

道的安全性，且环向柔性铰处的局部破坏易于快

速修复，活动断层错动后能够保证隧道的正常使

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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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其特征在于：包括断层破碎带区段、断

层破碎带影响区段和普通区段；所述断层破碎带区段和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的隧道衬砌结

构包括外衬和节段内衬，且相邻节段内衬间由环向柔性铰连接；

环向柔性铰的构造由隧道衬砌内壁至外分别为波纹钢管、橡胶垫层、钢筋网、柔性抗裂

混凝土层，且在环向柔性铰中设置防水措施；

环向柔性铰布置在断层破碎带区段和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环向柔性铰在断层破碎带

区段的布置间距要小于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其特征在于：所

述柔性抗裂混凝土层选用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与钢筋相结合，其中超高韧性水泥基复

合材料的极限拉应变能力应稳定地达到3％以上，且弹性模量应为节段内衬所选普通混凝

土的1/2～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其特征在于：节

段内衬沿环向设置有预应力钢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其特征在于：隧

道防水通过设置多层防水措施保证，在外衬与节段内衬间设置有防水层；在节段内衬与柔

性抗裂混凝土层接缝处的迎水面上设置有背贴式止水带，背水面上用嵌缝膏填充；在柔性

抗裂混凝土层中设置土工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其特征在于：

柔性抗裂混凝土层的厚度取值为隧道内衬厚度的1/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其特征在于：

断层破碎带宽度应不小于15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其特征在于：

环向柔性铰长度值取隧道直径的1/4～1/1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其特征在于：

环向柔性铰所取最大长度不应超过2.5m，最小长度不应小于1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其特征在于：

节段内衬在断层破碎带区段的长度应取为隧道直径1/3，并结合隧道实际进行适当调

整，在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内的长度值取隧道直径的1/3～1/2，且节段内衬的长度应大于

环向柔性铰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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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隧道结构，具体为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在近几十年中，世界范围内发生多次强烈地震，对建筑物及生命线工程造成严重

破坏，尤其是隧道、地下管线等结构。对于绝大多数地震而言，断层错动是其诱发的主要原

因，例如1999年中国台湾的集集地震、2008年中国四川的汶川地震以及2016年日本的熊本

地震等。活动断层的黏滑错动会诱发地震，能量以地震波形式释放，临近极震区隧道则会遭

受明显震害。相关学者对近场区域隧道震害的统计表明，若隧道穿越发震断层或发震断层

周围的活动断层带时，其震害尤为严重，例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友谊隧道、紫平铺隧道、

龙洞子隧道和龙溪隧道等破坏均极为严重，而这些隧道均穿越不同的活动断层。活动断层

错动量通常由几厘米至几米不等，正是由于断层错动以及断层区围岩的软弱特性，使得穿

越活动断层带隧道会出现衬砌开裂、剥落、错台甚至隧道垮塌等严重震害。

[0003] 在跨断层隧道的抗震及抗断方面，目前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措施：(1)改善隧道衬砌

材料的力学特性来提升结构的抗震性能，如采用钢纤维混凝土来增加阻尼，采用聚合物混

凝土来降低刚度等；(2)设置减震缝，即减小衬砌节段长度，使断层错动时破坏集中于接缝

处，而保证衬砌的整体性能；(3)根据断层可能的错动量，扩大隧道断面尺寸，在外衬和内衬

之间填充多孔材料，通过外衬和内衬之间的间隙抵消断层错动影响，但超挖尺寸会受限于

经济因素。以上部分减震或抗断措施已在国内外不同隧道工程中得到了应用，如中国乌鞘

岭特长隧道、土耳其博卢隧道和伊朗Koohrang-III输水隧道等。然而以上措施只适用于活

动断层错动量较小的情况下，而当活动断层错动量达到米级时，隧道仍然会发生严重破坏

而丧失正常使用功能，且多数情况下隧道结构在灾后已无法修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克服现有隧道抗断措施不能满足断层大错动的缺点，将波纹钢管

良好的抗拉与抗剪性能应用于隧道结构中，提供一种能够在活动断层发生大错动下保持结

构的安全性，仅在环向柔性铰处产生可修复性破坏而不影响其正常使用的抗断型铰接隧道

结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其特征在于：包括断层破碎带区段、

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和普通区段；所述断层破碎带区段和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的隧道衬砌

结构包括外衬和节段内衬，且相邻节段内衬间由环向柔性铰连接；

[0006] 环向柔性铰的构造由隧道衬砌内壁至外分别为波纹钢管、橡胶垫层、钢筋网、柔性

抗裂混凝土层，且在环向柔性铰中设置防水措施；

[0007] 环向柔性铰布置在断层破碎带区段和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环向柔性铰在断层破

碎带区段的布置间距要小于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

[0008] 2.进一步，所述柔性抗裂混凝土层选用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与钢筋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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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的极限拉应变能力应稳定地达到3％以上，且弹性模量取值

为节段内衬所选普通混凝土的1/2～1。

[0009] 3.进一步，节段内衬沿环向设置有预应力钢筋。

[0010] 4.进一步，隧道防水通过设置多层防水措施保证，在外衬与节段内衬间设置有防

水层；在节段内衬与柔性抗裂混凝土层接缝处的迎水面上设置有背贴式止水带，背水面上

用嵌缝膏填充；在柔性抗裂混凝土层中设置土工膜。

[0011] 5.进一步，柔性抗裂混凝土层的厚度取值为隧道内衬厚度的1/2。

[0012] 6.进一步，断层破碎带宽度应不小于15m。

[0013] 7.进一步，环向柔性铰的长度值取隧道直径的1/4～1/10。

[0014] 8.进一步，环向柔性铰所取最大长度不应超过2.5m，最小长度不应小于1m。

[0015] 9.进一步，节段内衬在断层破碎带区段的长度应取为隧道直径1/3，在断层破碎带

影响区段内的长度值取隧道直径的1/3～1/2，且节段内衬的长度应大于环向柔性铰长度。

[0016] 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包括隧道外衬、节段内衬、以及相邻

节段内衬间的环向柔性铰。节段内衬中设置有环向预应力钢筋。外衬与节段内衬间设置有

防水层。环向柔性铰的构造由隧道衬砌内壁至外分别为波纹钢管、橡胶垫层、钢筋网、柔性

抗裂混凝土层。柔性抗裂混凝土层的厚度取值为隧道内衬厚度的1/2，以保证其能承受活动

断层错动时的剪切作用但同时刚度要小于相邻的节段内衬。柔性抗裂混凝土层内部设置有

土工膜；节段内衬与柔性抗裂混凝土层接缝处设置有背贴式止水带。柔性抗裂混凝土层选

用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与钢筋相结合，其中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的极限拉应变能

力应稳定地达到3％以上，且弹性模量取值为节段内衬所选普通混凝土的1/2～1。由于不使

用粗骨料，因此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弹性模量均低于普通混凝土，其特点在于高韧

性、低弹模以及良好的耐久性与防渗性。

[0017] 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按活动断层带宽度及其错动对结构

衬砌的影响范围可以分为断层破碎带区段、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和普通区段。断层破碎带

区段即为活动断层带宽度，活动断层在该区域内发生错动对衬砌的破坏性最为严重；断层

破碎带影响区段为活动断层错动后超出断层破碎带区段的衬砌破坏范围，而超出该范围的

区域则为普通区段，活动断层的错动不会对普通区段的衬砌产生破坏。

[0018] 本发明所适用的断层破碎带宽度应不小于15m，环向柔性铰布置在断层破碎带区

段和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环向柔性铰长度值取隧道直径的1/4～1/10，且环向柔性铰所取

最大长度不应超过2.5m，最小长度不应小于1m，这是由于环向柔性铰属薄弱环节，因此过大

的破坏范围不仅不易于修复且难以保证隧道的正常使用，而过小的长度则不能满足活动断

层的大错动，且对节段内衬中预应力钢筋张拉时需一定的作业空间。节段内衬在断层破碎

带区段的长度应取为隧道直径1/3，在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内的长度值取隧道直径的1/3～

1/2，且节段内衬的长度应大于环向柔性铰长度。在断层破碎带区段内节段内衬的长度大于

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可以达到更高的经济性。

[0019] 橡胶垫层和钢筋网的设置可以对波纹钢管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承受柔性抗裂混

凝土层在受力破坏时可能产生的开裂及剥落，吸收部分能量，降低对波纹钢管产生的附加

损伤。节段内衬中设置的环向预应力钢筋不仅起到对波纹钢管的锚固作用，且可以对节段

内衬施加预压应力，改善混凝土在外荷载作用下的力学性能，提升结构的刚度，增加衬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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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耐久性并延迟裂缝出现时间。隧道防水是穿越软弱围岩的施工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

一，在本发明中设置了多层防水措施，包括在外衬与节段内衬间设置的防水层，防水层包括

PVC防水板及防水板外侧设置无纺布缓冲层；在内衬与柔性抗裂混凝土层接缝处的迎水面

上设置的背贴式止水带，背水面上用嵌缝膏填充；在柔性抗裂混凝土层中设置土工膜，并延

伸至两侧节段内衬中。

[0020] 波纹钢管由不同管节拼装而成，管节搭接要对正连接孔，将螺栓的螺纹部位涂上

润滑剂，螺栓与螺母均采用热浸镀锌处理。波纹钢管的管节连接处需采用密封材料封填，以

防止波纹钢管连接处渗水。波纹钢管的内、外侧管壁应涂刷沥青胶结材料使之形成防腐、防

水层。波纹钢管的壁厚取5～10mm之间，波距取值在100～200mm之间，使之可承受一定的外

压力并保证在活动断层错动过程中所需的柔韧性和刚度。

[002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通过将隧道内衬设置为不

同节段，使得在断层错动后影响区内的隧道各节段内衬相对独立，相邻节段内衬间采用环

向柔性铰连接，环向柔性铰的整体刚度要小于节段内衬，在活动断层错动时承受主要的力

和变形。环向柔性铰的主体结构由抗拉与抗剪性能较好的波纹钢管以及有较高延展性及抗

坍塌能力的柔性抗裂混凝土层组成，在活动断层错动时，利用波纹钢管沿各个方向的可拉

伸和压缩特性，实现类似手风琴式变形，并通过内衬中环向预应力钢筋将相邻的环向柔性

铰相关联，最终在活动断层错动影响区内的隧道轴线会变成S型，而多个环向柔性铰变形的

累加则可满足活动断层错动所产生的大变形，将活动断层错动对隧道衬砌的破坏降至最

低。在环向柔性铰中，由于柔性抗裂混凝土层以及波纹钢管良好的力学性能，可以保证环向

柔性铰即使承受较大的位移和力导致其内部的波纹钢管和柔性抗裂混凝土层发生局部拉

伸、剪切或弯曲破坏后，依然能够保证连接处整体性，并在灾后可快速更换修复。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抗断型铰接隧道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图1中沿A-A横截面的构造示意图；

[0024] 图3为抗断型铰接隧道中环向柔性铰示意图；

[0025] 图4是图3中C局部的放大示意图；

[0026] 图5是图3中沿B-B横截面的构造示意图；

[0027] 图6是波纹钢管的拼接示意图；

[0028] 图7是节段内衬在活动断层错动下的变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1至图7详细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图1和图2中所示为一种用于穿越活动断层区的抗断型铰接隧道及其应用。根据活

动断层带宽度及其错动对结构衬砌的影响范围，将隧道沿长度方向划分为断层破碎带区段

1、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2以及普通区段3。本实施例在断层破碎带区段1和断层破碎带影响

区段2将隧道内衬设计为节段内衬4，相邻节段内衬4之间通过环向柔性铰5连接。环向柔性

铰5在断层破碎带区段1和断层破碎带影响区段2按不同间距布设以满足活动断层错动时所

产生的大位移，保证隧道结构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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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在隧道主体结构施工过程中，首先通过外衬6对开挖面进行初次支护，随后进行节

段内衬4的灌注施工，在节段内衬4的施工中要在预应力钢筋10位置预留相应的孔道，待混

凝土达到规定的强度后，在预留孔道中穿入预应力钢筋10并利用锚具张拉。

[0032] 参照图3至图6中所示，环向柔性铰5由五部分组成，分别为波纹钢管11、柔性抗裂

混凝土层8、橡胶垫层9、钢筋网14以及土工膜13。橡胶垫层9位于波纹钢管11与柔性抗裂混

凝土层8之间，土工膜13位于柔性抗裂混凝土层8内部，并延伸至两侧节段内衬4中。柔性抗

裂混凝土层8选用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进行灌注，并在内部设有钢筋。波纹钢管11采用

拼装施工，波纹钢管11的不同管节16间通过螺栓18、螺母19和垫圈17连接为闭合截面，两端

焊接法兰盘15。波纹钢管11通过法兰盘15与预应力钢筋10锚固在一起，并且使用填缝剂对

波纹钢管11与节段内衬4之间所存在的缝隙进行密封处理。波纹钢管11与柔性抗裂混凝土

层8之间采用的橡胶垫层9以及钢筋网14可以对波纹钢管11起到保护的作用。

[0033] 参照图2和图4中所示，本实施例在外衬6和节段内衬4之间设有防水层7，在柔性抗

裂混凝土层8与节段内衬4之间施工缝的迎水面上设置有背贴式止水带12，在柔性抗裂混凝

土层8内设有土工膜13。通过设置多道防水措施以及采用防渗性和耐久性更好的混凝土材

料可以达到更好的防水效果。

[0034] 参照图7中所示，在活动断层发生错动后，相邻节段内衬4间的波纹钢管11在受力

后产生压缩与拉伸，由于波纹的可延展性与可压缩性，由此可以产生转角位移与拉压变形，

而多个波纹钢管11的变形的累加则可满足活动断层错动所产生的大变形。

[003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任

何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

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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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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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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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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